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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牵头，联合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路孚特、国家开发银行研究
院等多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共同编
制完成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
指数（BRTII）》在北京发布。

BRTII 研究结果显示，“一带
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充分激
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
等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区
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全
面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区域内贸
易联系愈发紧密，中国、新加坡等
国对周边及“一带一路”国家的贸
易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特别是
在当前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升
温情况下，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成为
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

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
较，“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在全球总

贸易中的占比提升明显，至 2017
年已达 13.4%，其体量已相当于欧
盟内部贸易的 65%。“一带一路”成
为了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
易板块，贸易红利进一步显现。

BRTII 研究发现，“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国家
内部贸易联系愈发紧密，全球贸
易参与程度稳步提升，2017 年贸
易参与度达到 55.2%，其内部贸易
联系亦愈发紧密。从贸易方式
看，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
区域贸易的主要形式，2017 年“一
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
易的 61.0%。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最大的
中间品贸易大国，其“中国市场”的
角色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BRTII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

中间品进口总额为 9431.2 亿美元,
占“一带一路”中间品进口额的
36.3%，其比重较 2013年上升 5.0个
百分点。其中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口 3023.1亿美元，占中国中
间品进口总额的 32.1%。中国巨大
的市场需求极大促进“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增长。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日益凸
显，跨境资本增速远高于其他区
域。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
的总额分别达到 1554 亿美元和
3237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27.3%
和 2.1%，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外
资流入地，其 31.6%的占比，大幅
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 23.0%，以
及欧盟的 21.2%。特别是一些重
大项目投资大大增强了东道国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
对于本次发布，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
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六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实现高标准的发展目标，越来
越多的国家从开始的观望、犹疑逐
步转向理解、接受，乃至积极参
与。通过促进提升‘一带一路’贸
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软、硬设
施互联互通综合成本，以及交易成
本和营商成本，将大大提升参与各
国的经济全球化广度和深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部
部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
俊杰教授表示：“此次贸易投资指
数的编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投资状况的一个全景式

刻画。经过测算，我们发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
继欧盟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
块，外资流动逆市上升，互联互通
红利逐渐显现。可以预计，‘一带
一路’沿线地区将持续成为未来
全球经贸增长的新亮点。”

据悉，该指数分为贸易指数
和投资指数两大指数框架，基于
路孚特（Refinitiv，原汤森路透金融
与风险业务）覆盖全球的经济、贸
易、投资、金融市场数据的支持，以
及 WDI、UNCTAD、ICRG 等多家
数据库，从总体、区域、国别、行业
等不同层面，对 2012年-2017年的
41个样本国进行分析测算，并从规
模、便利化、风险、潜力四个维度，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投资发展情况及未来趋势进行全
面评估与量化分析。

《中 国 贸 易 报》记 者 近 日 获
悉，2019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简称京交会）将于 5 月 28
日开幕，第四届非洲主题日论坛
作为京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将同期举行。本届论坛以“联通
非洲、共赢发展”为主题。届时，
非洲展团带来的丰富产品与众
多项目将在主题日当天亮相国
际展区。

目前已有肯尼亚、埃塞俄比
亚、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卢
旺达、突尼斯等20多个非洲国家确
认出席本届非洲主题日论坛。旅
游开发、物流建设、知识产权、航空
和金融服务等将是本届论坛的重
点。不少非洲国家希望能够通过

本届论坛获得中国政府与企业的
支持，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贸易的
升级和便利。

据中国非洲合作协会秘书长、
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组委会秘
书长程志刚介绍，中国与非洲贸易
在过去10年间增长超过10倍，2018
年中非贸易额超过 2000 亿美元。
中国企业出海选择非洲，不但填补
了当地的市场空白，也为自身发展
带来了契机，有力推动非洲工业化
水平不断提升。

程志刚指出，非洲主要城市之
间的平均距离大约为 4100 公里，
在超过 400 万人口的主要城市间
往来，乘坐飞机平均需要 12 个小
时，滞后的陆地运输网络严重阻碍

着非洲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也为
其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目前，非洲的不少初创企业，都在
试图解决这片土地上的进出口货
物交通问题。近两年，随着中国快
递企业的落地，智慧物流园区等解
决方案极大提高了当地的物流效
率，促进了行业发展。而非洲的跨
境电商业务、本土电商产业，乃至
整体物流行业都在显现出越来越
大的发展空间。

程志刚表示，目前非洲大部分
国家正面临着高校和企业创新力
不足、资金不足和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等问题。虽然非洲的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还在起步阶段，但是大部
分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知识产权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开始
思考如何提升本国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等问题。其中的一些国家已
经开始倡导通过教育提高年轻人
的创新能力，提升社会公众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意识。

程志刚说，要想处理好知识产
权纠纷，需要用好国际规则。例
如，优化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
构建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
权援助工作体系，推动形成由有关
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和其他公共
部门驻外代表机构、商协会、企业
以及仲裁机构、调解机构、知识产
权专业服务机构等广泛参与、优势
互补、协同联动的知识产权海外维
权援助工作机制。

韩联社5月5日报道，根据
韩国央行 5月 1日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一季度韩国半导体
出口量指数为 478.64（2010=
100），比去年四季度（544.03）
下降 12.0%，创 2009 年一季度
以来的同比最大跌幅。

出口量指数是指以 2010
年为基准的某一产品的出口量
变化。 半导体出口量指数的
下降意味着诸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本国半导体企业
出口量的下滑。

随着全球半导体需求下
降，半导体出口量指数在去年
第四季度下降1.4％之后，今年
第 一 季 度 大 幅 下 滑 。 包 括
DRAM，闪存和系统半导体在
内的集成电路出口量在一季度
环比下降11.8％。

由于出口疲软，三星电子和
SK海力士的盈利也出现恶化。
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的半导
体业务销售额为14.5万亿韩元，
营业利润为 4.12万亿韩元，为
2013年第三季度（3.3万亿韩元）
以来的最低水平。SK海力士一
季度的销售额为 6.772 万亿韩
元，营业利润为1.33万亿韩元。
销售额较上一季度（9.94万亿韩
元）下降31.9％。

路透社（伦敦）5 月 3 日发
表分析文章称，5 月份开始伊
朗石油出口量将下降，并进一
步加深由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和
欧佩克减产造成的全球石油供
应短缺。

华盛顿对伊朗重启制裁
后的目标是将伊朗原油出口
量完全归零，伊朗政府多次表
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但是
其已经做好石油出口减量的
准备。据熟悉石油政策的伊
朗官方人士透露，5 月开始伊
朗石油出口量可能降低至 70
万桶/日，最低不会低于 50 万
桶/日。而欧佩克则表示伊朗
石油出口可能降低至 40-60
万桶/日。

分析人士称，伊朗很有可
能继续保持对中国和印度运
输权益油，并且像以往受制裁
时期一样走私一定数量的原
油。“要意识到 5 月石油出口
归零并不意味着伊朗 5 月不
会向中国和印度运输石油，总
体上伊朗出口量可能维持在
20-55万桶/日，但并不是全部
都是商品油。”

国际文传电讯社阿拉木图
5月3日电，俄罗斯储蓄银行哈
萨克斯坦子行发布消息，该行
向阿拉木图市第二公交公司提
供了 18 亿坚戈（约合 474 万美
元）贷款，用于购买 48 辆中国
宇通公司生产的低地板城市公
交车。该型车配备了耐磨地
板、防破坏乘客座椅、轮椅折叠
升降梯和监控摄像头，将在阿
拉木图市内重要交通干线上运
行。该项目已被纳入《2020年
商业发展路线图》哈萨克斯坦
国家规划扶持计划。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一带一路区域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
■ 本报记者 毛雯

每年进出外籍船舶 1 万多艘
次的浙江舟山口岸，是全国最繁忙
的口岸之一。去年以来，得益于环
节简化和流程优化，舟山口岸船舶
进出境通关申报由原先的 1113 项
压缩到 371 项，申报时间由原先 16
小时压缩至 2 小时左右，真正实现
了手续办理“最多跑一次”。

舟山口岸的变化，只是近年
来全国海关不断推进跨境贸易便
利化、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
一 个 缩 影 。 据 统 计 ，至 2018 年
底，全国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较
上年压缩了一半以上，超额完成
预定目标。

不断提升通关效率，是推进
跨 境 贸 易 便 利 化 的 关 键 所 在 。
今年 1 月 1 日起，国际航行船舶
通过“单一窗口”申报全面实现
了“一单多报”，受到企业的广泛
欢迎。海关总署指导上海、天津
等主要港口制定口岸经营服务
企业场内转运、吊箱移位等操作
时限标准，通过“单一窗口”等信

息平台向进出口企业、口岸作业
场站推送查验通知，增强通关时
效的可预期性，让企业的作业安
排 做 到 了“ 心 中 有 数 ”和“ 了 如
指掌”。

不仅如此，海关总署还推广
应用进出口“提前申报”，大幅压
缩企业通关准备阶段时间。同时，
在全国试点开展关税保证保险，并
将其扩大至汇总征税和循环担保
环节，有效压缩企业通关时间、减
轻企业负担。目前，已有 1463 家
企 业 参 与 试 点 ，累 计 购 买 保 单
10306份，保险金额 339.6亿元。

持续推进单证简化，是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今年 1
月 1 日起，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
取消汽车零部件自动进口许可
证。3 月 25 日起，北京、天津、上
海、江苏、广东等省市试点开展原
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上海、天津等
地还实现了海运提单、提货单以及
企业间的设备交接单等信息电子
化流转。

据悉，企业在申报环节不再要
求提交纸质报关委托书，进口申报
环节企业也无需向海关提交装箱
清单，出口申报环节已无需向海关
提交发票、装箱清单。目前，需在
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数量
较去年同期已缩减近一半，除安全
保密需要等特殊情况外，全部实现
联网比对核查，此举既提升了通关
效率，也帮助现场关员减压，实现
了“关企”双赢。

推动进出口环节降税减负，将
进一步降低通关成本，增强企业获
得感。为此，海关总署会同交通运
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
加强对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收费行为，推动降低进出
口各环节费用。3月 20日起，马士
基、地中海、达飞、太平船务等 23
家公司进一步下调集装箱码头装
卸作业费等收费标准。4 月 1 日
起，全国范围内港口设施保安费
下调 20%、货物港务费下调 15%。

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
内容，中欧班列正为德国汽车巨头
拓展中国市场提供新的路径。包
括保时捷、戴姆勒在内的德国车企
巨头目前已开始尝试利用中欧班
列向中国出口整车。

据了解，德国著名跑车制造商
保时捷从今年 4 月起开始使用中
欧班列对华出口整车。其使用的
班列从德国不莱梅哈芬启程，经波
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
坦等国，最终抵达中国重庆。

与过去通过海运至广州、上
海、天津等地相比，通过采用铁路
运输，整车从德国运输至中国最多
可节省3周时间。

保时捷方面表示，该公司在欧

洲范围内的物流运输传统上便是依
靠铁路，如今这一物流模式得以扩展
到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洲际货运。

“我们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客户
提取新车的速度得以显著加快。”保
时捷物流和生产管控部门负责人
奥利弗·布隆德表示。据悉，目前保
时捷对华出口的新出厂跑车通过
中欧班列运输的比例已达到11%。

与此同时，旗下拥有梅赛德
斯-奔驰品牌的戴姆勒公司亦宣
布开始利用中欧班列开展相关业
务。戴姆勒发言人表示，尽管该公
司通常的标准流程是使用海运将
整车和汽车零部件运输至中国，但
其已开始利用中欧班列开展一项
试点项目。 （彭大伟）

服务贸易或成中非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我们在 1982 年以美国大豆
协会国际项目的名义进入中国。
在那之后的这些年中，发生了许许
多多感人的故事。”美国大豆出口
协会北京代表处公共事务经理赵
亮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说，“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们得到
了中国本土包括畜牧、水产等相关
行业人士的长期支持。”

据赵亮介绍，美国大豆协会是
由农民组成的组织机构，负责向美
国政府部门进行政策游说；美国大
豆出口协会负责海外大豆营销；美
国大豆基金会负责支援大豆营销
所需要的经费。三家组织相互倚
重，共同代表美国大豆产业发声。

“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后，举办
了免费的行业研讨会、风险管控
班，开展各种学习交流，还邀请美
国知名农业专家给农户进行免费
指导。”赵亮说，“通过不懈努力，我
们和中国采购商成为很好的伙伴
和朋友，举办活动也能请到中国的
这些贸易伙伴。”

据赵亮介绍，美国大豆出口协
会将在今年 5 月底的京交会展出
自己的两项模型，分别是 IPRS-池
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展示模型和
SSAP-美国大豆可持续保障计划
展示模型。

“美国大豆产业第一次组团参
加京交会，我感到非常兴奋。”赵亮

介绍说，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是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多年来在中国
推广 80：20 池塘养殖模式的技术
转型和升级，它将传统池塘“开放
式散养”模式创新为新型的池塘循
环流水“圈养”模式，是水产养殖理
念的再一次革新。该技术在有效
地提高产量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
了养殖水体富营养化和自身污染
问题，实现零水体排放。

“这种养殖技术产出的鱼我们
称它为‘跑道鱼’，养出的鱼体质、
健康状况改善，鱼肉口感也得到改
善。这一养殖技术也是完全免费
贡献给中国养殖户。”赵亮说。

记者了解到，这一养殖技术的
推广既提高了中国水产养殖户的
养殖水平，又带动了养殖户对饲料
——豆粕的需求，这样一来水产养
殖业对大豆的需求也会增加。美
国大豆出口协会此举拉近了美国
大豆产业和中国市场消费者之间
的距离。

赵亮还告诉记者，SSAP-美国
大豆可持续保障计划展示模型将
用实物模型及3D技术展示美国大
豆农田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饲料
工艺，同时提供最新的市场动态。
赵亮说：“其中，可持续性生产方式
体现在作物轮种、水源管理、减少
翻耕、虫害管理、肥力管理、大豆耐
除草性、精准耕种等方面。”

中欧班列助德国汽车巨头拓展中国市场

韩国半导体
出口量减少12%

伊朗石油出口
不会归零

阿拉木图计划购买
中国产城市公交车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云
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额实现了稳步快速增长。2013年
至 2018年云南省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贸易额由126.5亿美元增至
215亿美元，在总贸易额中的占比
由49%上升至71.9%。

今年一季度，云南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57.2
亿美元，对伊拉克、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阿曼、伊朗、阿联酋、
俄罗斯、土耳其、越南等国家进出
口增速较快。其中主要进口商品
为石油、硫磺和矿石，主要出口商
品为纺织品、机电产品、日用品
等。云南省对印度、新加坡、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出口保持较
快增长，其中对印度、新加坡、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出口额分别为6768
万美元、4891万美元、3298万美元
和1.14亿美元，对印度和新加坡的
出口额同比增长均超过300%。

云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分
析，目前云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贸易呈现5方面特点。

对东盟贸易额占比较大。根
据 2018 年数据，云南对东盟贸易

额为 137.9亿美元，对缅甸、越南、
泰国、老挝、柬埔寨贸易额为128.7
亿美元，占比超过全省贸易额的三
分之一。

优势产品出口较快增长。云
南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同时，受印度、巴基斯坦、巴西
等主要出口市场需求带动，磷化工
产品出口实现大幅增长，2018年出
口额达14.8亿美元，增长67.8%。

大 宗 产 品 进 口 迅 猛 增 长 。
2018年，云南省大宗产品原油、天
然气、金属矿砂、大豆等进口迅猛
增长，原油天然气在进口总额的占
比超过38%。

对“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进
出口额逐步扩大。2018 年，云南
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为 38.7亿
美元和13.4亿美元，其中进口水果
3亿美元，同比增长73.4%。

积极开拓中东绿色食品市
场。云南省通过组织企业参加重
点农产品展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
和企业对接会、建立农产品展示交
易中心等方式，大力拓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绿色食品市场，尤其
是中东市场。

（韩成圆）

美国大豆产业借服务打开中国市场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云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

全国海关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 顾阳

5月7日，粤港澳大湾区名家书画展在广州南沙文化会举办。据悉，该书画展汇聚了82名粤港澳艺术家的96组
作品，其中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饶宗颐、高剑父等名家的作品。上述作品中有66组经香港过关进入南沙保税港
区，并依托保税展示交易制度进行出区展示，是广东自贸区开展的首票文化艺术品保税展示业务。

中新社发 刘伟 摄


